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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位

于东风路与丰乐路交叉口，始建

于 1995 年，占地面积 7.8 亩，拥

有 38 个教学班，2500 多名学

生。学校教师队伍 134人，高学

历达标率100%，省级、市级骨干

教师及学科带头人22人，省、市、

区级名师10人。

学校荣获全国文明校园、全

国校园文化优秀示范单位、全国

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

先进学校、国家级重点课题实验

单位、河南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先进单位、河南省行风评议先进

单位、河南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

范校、河南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建设样本学校、河南省先进家长

学校、郑州市中小学创客教育示

范校等荣誉称号。

学校名片

党建引领文明校风

全国教育大会强调，加强党对教
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
本保证。东风路小学将党建融入立德
树人和文明创建全过程，形成以党建
促师风、促学风、促校风的良好格局，
为学校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学校共有党员29人，党组织全面
领导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把握发展
方向；班子成员分包不同年级，夯实基
层基础；强化“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
活会制度、党日活动日制度，搭建制度

堡垒；开展多样化特色活动，激活党建
的“神经末梢”。

学校将党建和教师成长联系在一
起，构建“魅力教师”成长体系，通过“融
入东小，梦想与守护同行”为主题的新
教师培训活动和“青蓝相映，智慧人生”
师徒结对活动，充分发挥党员教师引领
力，让名师引领优秀教师，优秀教师带
动合格教师，形成教师帮带成长、党组
织不断扩大的良性生态链。“我的结对
师傅毛燕老师刚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回
到她挚爱的讲台。”刚入职的教师田理
嘉真诚地说，“在她的感召下，我也立志
加入党组织，做一名‘四有’好老师。”

高质量党建，为党员教师补足精
神上的“钙”：教师常亚楠讲述道，在一
次教师拓展训练，需要大家合力跨越
高达 4.2 米的高墙，党员教师甘做人
梯，冲锋时无所畏惧，撑起了学校的师
魂。高质量党建，引领创先争优的氛
围，党员教师多是业务骨干，越来越多
业务骨干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老师们
干事创业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
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一位位优秀教师自觉将对
党和国家的忠诚融入对教育教学全过
程，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学生
爱国主义情怀，教育他们热爱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
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12月 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学校举行升国旗和降半
旗仪式，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至旗
杆顶，又徐徐降至下半旗位置，校园里

气氛凝重，全体师生自觉起立，为抗战
先烈、遇难同胞默哀，眼角的泪和握紧
的拳头，是爱国情最好的注脚。这一
幕，彰显着熠熠生辉的党建力量。

德育涵养生命成长

塑造灵魂，德育先行。东风路小
学“把德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
持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
践育人、管理育人、协同育人、评价育
人相结合，德育浸润在校园的每一处，
涵养生命成长的每一刻。

德育课程百花齐放。入校课程有
传统新生拜师礼和规范行为习惯教
育；离校课程让孩子在拥抱和祝福声
中走向明天；六大节日课程潜移默化
增长了学生的文化自信……

文化是最好的育人场。学校将德
育与创建相结合：拾级而上的楼梯分
别设有“爱上绘本”“走进童话”；利用
宣传栏、黑板报等,展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立了多家小记者站、红领巾
广播站等，强化阵地作用。

德育活动扎实开展。除了全校范
围的“乐享阳光运动，争当健康东东”
体育节、“乐享阅读芬芳，书香四溢满
园”读书节、“魅力东小嘉年华”校园艺
术节等活动外，每班还成立“艺术小分
队”进行年级内交流。丰富的活动，让

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我绽放的舞台。
学习在实践中发生。德育从教学

“小课堂”走向生活“大课堂”，孩子们走
向街头做调查、走向社区搞帮扶，知行
合一的德育实践，在增进学生知识和能
力的同时，还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担当。

密切家校联系，协同育人。学校
成立家长委员会、家长义工站、开设家
长讲堂……家校共同为学生系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

评价是最好的风向标。学校将德育
水平放置在学生评价的首位，设计了基
于核心素养的“魅力东东”绿色评价体
系，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从德育水
平、学业质量、艺术素养、身心发展、创客
教育五个方面进行评价，人人争当“美
德东东”“聪慧东东”“多彩东东”“健康东
东”“创享东东”，佩戴着精致“魅力东东”
奖章的学生，是学校最好的名片。

看不见的德育,看得见的成长。
浸润式德育，让真善美的种子播种在
孩子心中，他们被推向了更广阔的空
间，展现着自信、阳光、个性飞扬、勇于
担当的好少年形象。

学生雯雯在 97路公交车上，“教
育”自己出言不逊的姥爷，并替老人向
公交车长道歉，被阿里正能量褒奖；“救
火小英雄”孔梓岳和“阅读小达人”李秉
鸿均被评为“郑州市新时代好少年”。

课程铺就幸福人生

课程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
在国家课程中，东风路小学形成

“信本课堂”形态，推进课堂改革，使教
师的目光从关注文本转向关注生本，
努力把课堂还给学生，被评为“郑州市
道德课堂有效形态”。学校作为“国培
实践基地”，引来全省校长和骨干教师
参观学习、驻扎研修。

学校构建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体
系。

246首古诗词、480个成语，48本中
外名著、6本《阅读成长手册》，超过500
万字的阅读量……这是六年东风路小学
学习，孩子们能收到的“阅读礼物”。

在东风路小学校本课程体系中，
阅读在首位。阅读内容分层化、阅读
时间常规化、阅读空间立体化、阅读方
式立体化、阅读课堂个性化……这“五
化”勾勒出阅读课程的体系性。

学校先后开发出《疯狂背古诗》《古
诗诵读》《朗朗书声》等特色校本教材，
孩子们有“私人订制”的阅读方案：低段
学生听读儿歌、绘本阅读；中段学生共
读中长篇小说；高段学生深度阅读经典
文学,让阅读走上“兴趣—数量—明辨”
的三级攀升阶梯。

韵动古诗操、经典诵读、《阅读成
长手册》、校报《飞翔》、绘本创编大赛
及“读书明星”“书香班级”“书香家庭”
评选……丰富活动、家校携手，助阅读
起航。搭建“阅读—悦读—越读”三个
梯度，体现“平面阅读—拓展阅读—立
体阅读”三个维度，这样的“绿色阅读”
体系，让东小孩子从“读文到读人、读
生活”。

阅读课程外，学校还打造了由专
业教师开发的丝带绣、舞蹈、管乐、合
唱、国画等十几个社团课程；设立的
38个年级课程涉及学科拓展类、体育
艺术类、创新思维类、科学探索类、人
文生活类等不同领域；完善“创客工作
室”，落实电脑机器人校本课程的开发
与实施……

魅力课程，正在为孩子的终身发
展和幸福奠基。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东风化雨润新芽 立德树人催繁花

这是一座书香校园：围

墙上镌刻着中华经典，教学

楼遍布着开放书吧；这是一

座人和校园：老师们勤恳教

学、恭谦礼让，孩子们知书达

理、朝气蓬勃……这是郑州

市惠济区东风路小学带给人

的第一印象。

在全省两万多所小学里，

它如此低调，却又如此耀眼：

面积不算大、设施称不上豪

华，却揽得诸多荣誉：首届全

国文明校园、全国校园文化优

秀示范单位、国家级重点课题

实验单位、河南省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建设样本学校……

沉甸甸荣誉的背后，是

23 年的砥砺奋进，“浸润文

化气息，为生命成长奠基”的

核心文化，滋养着一代代勇

担重任的好少年。就让记者

带您走进这片净土，揭开东

小低调奋进的“密码”。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本报通讯员 张嘉兰

12月 21日，学校举行“寒冬更温
暖 携手共成长”捐衣活动，党员带
头，全员参与

教育要久久为功，才能成就孩子的
出彩人生，撑起家庭、社会和民族的希
望。东风路小学，将在以校长陈涛为核
心的校领导班子带领下，秉承“以规范促
进步，以改革促发展”的办学思路，坚守

“传承与创新并举，为师生终身发展奠
基”的办学理念，继续阔步前行。

东风化雨细无声，且看，一枝一芽
渐长成。

“魅力东小嘉年华”活动现场

书香浓郁的校园文化墙

集聚区：托起郏县发展新高度
——郏县产业集聚区建设10周年综述

□本报记者 李保平

郏县产业集聚区是 2008 年经省
政府批准的 180 个产业集聚区之一，
主导产业为机械装备制造、医药和电
子信息。

10年奋进，如今的集聚区已成为
规划面积 16.26 平方公里的“一星级”
产业集聚区，并依靠卓越的成长性被
认定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0年拼搏，集聚区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519 亿元，累计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728亿元，税收收入 11.6亿元，
成为入驻企业 68家，从业人员 2.9 万
人，主导产业特色鲜明，投资环境优越
的一方产业新城。

不敢懈怠守初心,才有春色傲枝
头。郏县集聚区先后被省政府授予

“发展又好又快产业集聚区”、“全省十
快产业集聚区”、2012-2014年度连续
三年全省先进产业集聚区，被确定为

“产城联动发展示范集聚区”“对外开
放示范集聚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多次荣获“河南省开放招商突
出贡献集聚区”金星奖。

创新改革图自强

改革需要勇气，转型需要智慧，突
破需要实力。

在新时代下，企业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园区入驻企业“平煤机”给予
了生动诠释。

在推动新产品开发尤其是尝试转
型升级的过程中，平煤机装备公司始
终围绕焊接工艺技术优势，紧跟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立足焊接资源优
势，牢牢把握轨道交通、钢箱桥梁、军
民融合装备等新的战略机遇持续发
力，在转型发展道路上持续探索，加快
走向市场化、规模化道路的步伐。

首先，抢抓国家轨道交通发展高
潮，向铁路轨道车辆产品领域进军，迅
速打破市场垄断，实现每月订单 1000
万元左右。其次该公司向基础建设领
域拓展，新开发了钢箱桥梁产品，借助
外部研发销售资源，先后中标郑州农
业路快速通道钢箱梁项目、蒙华铁路
三门峡跨黄河大桥钢导梁项目、郑州
航空港市政桥梁项目等。与中国铁建
重工集团、川荣重工集团签订协议，联
合打造智能化隧道衬砌台车，目前已
完成样机试制。第三，围绕军民融合

进行前瞻布局，项目取得重大突破，与
火箭军某部队签署军民融合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并于今年 4月成功取得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工程隧道钢模台车
项目。

依靠改革创新，平煤机创造了多项
世界第一，目前，拥有国际焊接工程师、
国际焊接技师、国际焊工及国际 UT、
MT、VT检验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00
余人，可严格按照欧洲标准研制各类型
号矿用液压支架，主导产品远销德国、
俄罗斯、乌克兰、越南等国家。

截至 2018 年 11 月中旬，平煤机
装备公司完成产值 12.5 亿元，同比增
长153%，完成年度计划的113%；完成
产量 11万吨，同比增长 122%；完成订
单 116份，11.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3%；完成回款 12.3 亿元，同比增长
38.6%，完成年度计划的102.7%，转型
发展成效逐步显现。

示范引领春满园

在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下，区内

关联企业纷纷从科技创新入手，积极
引进专业人才，实现技术突破，谋求转
型发展。

区内的河南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按照上市公司标准进行规
划的现代化科技型企业，一直致力于
能源开采领域设备及配套产品，拥有
高级工程师36人，技术人员175名，充
足的才人储备，迅速转化为产品优势，
所生产产品均通过 ISO900国际质量
体系认证。

天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华中地
区规模最大、产品型号最齐全的变压
器生产企业之一。通过近几年的创新
发展，公司成为平顶山市专利试点工
程项目的第一家试点企业，并通过构
建企业专利网，新增专利 63项，其中
发明专利 13项，实用新型专利 50项，
预估专利价值 1800 万元。同时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构建，也为企业
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知识产权价值。

河南中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做铸铁锅的民营企业，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年产铸铁锅 500 万只。
今年来企业开展标准化良好行为建
设，按照技术标准以先进性为准则，共
整理和制定技术标准 39项，工作管理
标准44项，工作标准49个。对铁锅制
造全过程进行梳理，规范铁锅制造全
过程标准，已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铸铁锅制造龙头企业。

…………

招商引资添动力

10年来，该区始终把招商引资作
为产业集聚区转型发展的第一推动
力，坚持“既看块头，又看效益；既看税
收，又看带动”衡量标准，成立领导小
组，出台考评办法，创新招商方式，抽
调精兵强将，组建专业队伍，围绕机械
装备制造主导产业制定招商图谱，明
确招商方向和重点领域，先后引进了
盛道新能源汽车制造、億鑫机械、亿铭
鑫电气、永恒通信、智豚金属等一大批
主导产业关联项目，为区内产业集群
和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作

用。
今年新签约开工建设的平顶山盛

道新能源汽车制造项目是走转型发展
之路的又一硕果。项目占地4300亩，
总投资 180 亿元，主要从事纯电动汽
车整车生产和研发、零部件生产及相
关电动汽车配套的零部件研发，配套
的充电站、充电桩的研发和生产等。
项目全部建成后，纯电动汽车生产年
下线可达 100万辆，预计用工总数可
达 1.8万—2万人。届时，我们又将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主导产业跨越式转
型发展定会势不可挡。

风潮汹涌，自当扬帆起航；任重道
远，更须砥砺前行。

10年来，郏县产业集聚区在快速
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创新，去
年成立的县经开区投融资平台，已累
计向 10 余家企业实现融资 4960 万
元；通过项目清理规范，有效盘活了区
内闲置资产，成为兄弟县市学习的典
范；“管委会+公司”模式，帮助区内数
家企业步入正轨，重新焕发生机。

刘山脚下，五谷丰登，勤劳的郏县
人民在耕耘中喜获丰收；汝水河畔，一
片生机，朴实的郏县人民在实干中创
造奇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县上
下的共同努力下，郏县产业集聚区的
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黄河教育奖（基础教育豫军总评榜）”获奖公告

郑州市第一O六中学
郑州市第八中学
黄河科技学院附中
郑州经开区外国语女子中学郑州经开区外国语女子中学
周口市文昌中学周口市文昌中学

郑州陈中实验学校
社旗县新时代国际学校
河南省实验学校裕鸿国际学校
郑州金水区木子联大外国语小学郑州金水区木子联大外国语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中方园双语学校郑州市金水区中方园双语学校

河南省实验中学校长 马玉霞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刘 黎
郑州市第一中学校长 韩 松
郑州市第四中学校长 闫培新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 李有忠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校长 叶小耀
许昌高级中学校长 代廷安
漯河市高级中学校长 王海东
郑州市第一0六中学校长 苏 芳
济源市第一中学校长 韩玉奎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蔡建东
杞县高级中学校长 乔幼轩
林州市第一中学校长 元付宏
郑州市第二十六中学校长 王幸福
周口市文昌中学校长 朱贵华

江苏教育集团董事长 陈修亮
淮阳第一高级中学校长 王业生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校长 侯晓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校长 张郑伟
联大教育集团总裁 李 琳

黄黄科大学院附中校长 程晓林
河南师河南师大附中双语国际学校副校长 罗 强
郸城第一高级中学教师郸城第一高级中学教师 张永华张永华

驻马店高级中学教师 杨国举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教师 陈传琦
郑州陈中实验学校总校长郑州陈中实验学校总校长 张正彪张正彪

一、改革开放40年河南基础教育十大突出贡献人物

二、2018年度河南基础教育十大突出贡献人物

三、2018年度河南基础教育师德标兵

四四、、国内影响力的河南十大教育领军品牌国内影响力的河南十大教育领军品牌（（中学中学））

河南省实验中学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郑州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第一中学
郑州市第四中学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漯河市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郑州市第一O六中学
济源市第一中学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南阳市第一中学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五、国内影响力的河南基础教育名校（中学）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开封市高级中学
许昌高级中学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驻马店高级中学
焦作市第一中学
周口市文昌中学
林州市第一中学
杞县高级中学
临颍县第一高级中学临颍县第一高级中学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灵宝市第一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一O七中学
郑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洛阳东升第二中学
淮阳第一高级中学
永城市高级中学
邓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汝南县高级中学
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

六、国内影响力的河南教育品牌（中学）

河南省实验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三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第二小学
驻马店实验小学
周口市实验小学

七七、、国内影响力的河南教育品牌国内影响力的河南教育品牌（（小学小学））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
河南师大附中双语国际学校
黄河科技学院附中
大山教育集团

郑州优胜实验中学
舞钢市新时代国际学校
郑州艾瑞德国际学校
洛宁江苏明善国际学校
沁阳市永威学校

八、国内影响力的河南教育品牌（民办基础教育）

九、国内影响力的河南十大特色教育品牌（中小学）

20182018年年““黄河教育奖黄河教育奖（（基础教育豫军总评榜基础教育豫军总评榜）”）”自自99月份启动以来受到了全月份启动以来受到了全

省省300300所中小学的关注和参与所中小学的关注和参与，，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最终最终8080所中小学和所中小学和

2020多名先进个人获奖多名先进个人获奖，，现将评审结果公布如下现将评审结果公布如下：：

（（排名不分主次排名不分主次））


